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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八年秋季國際長老暨負責弟兄訓練信息 

繁殖復活、升天、包羅萬有的基督作為神國的發展（二） 

使徒行傳的繼續─在人類歷史中活在神聖歷史裏 

徒行傳啓示一班人作為行動的神，在人類歷

史中活在神聖歷史裏；他們在生命、性情、

彰顯和功用上（但不在神格上）成為神，為着擴展

並建造召會，作基督團體的顯現。在行傳裏彼得頭

一次宣揚福音時，引用了約珥書；該書啓示外在的

人類歷史裏內在的神聖歷史。說到經過過程、終極

完成、複合之靈在五旬節那天的澆灌；這靈就是終

極完成的三一神，也是基督的實化，為着祂的顯現。 

使徒行傳這一卷書是沒有結束的，因為這卷

書仍在繼續着神聖的歷史。主說，『我父作工直到

如今，我也作工』（約五 17）；表明自從撒但背叛

和人類墮落以來，神作工直到如今，並且主也作

工。在二十八章以後，還有許多神的器皿在作神的

工作；至今神的工作仍在繼續下去，沒有停止，還

要一直往前去，直到國度和新天新地；神都是一直

往前進的，絕不停止。聖靈藉着基督的信徒傳揚基

督，使基督得到繁殖、繁增並開展的福音工作；這

乃是照着神新約的經綸，為神產生許多的兒子（羅

八 29），作基督的肢體並構成基督的身體，以完成

神永遠的計畫，成全祂永遠的旨意。 

神的話仍在擴長並繁增，作為使徒行傳的繼

續。六章七節的『擴長』指生命的長大，這指明神

的話是生命的事，如同種子撒在人的心裏，為著基

督的擴增─神的增長─而在我們裏面長大。行傳十

二章二十四節的『繁增』指基督在人數上的增加；

事實上，門徒的繁增在於話的擴長。新的門徒『加

添歸主』成為基督的各部分，就是基督的肢體。 

使徒行傳啓示一班人在人類歷史中活在神聖

歷史裏，第一，藉着呼求主的名，為主的名受苦，

並在主的名，就是在耶穌的名裏說話。我們乃是藉

呼求主名而享受基督的豐富，以建造基督的身體

作基督的豐滿。並藉着『在耶穌的名裏放膽講說』，

實現人類歷史裏的神聖歷史；這名乃是主在祂身

位和工作上，一切所是之總和的表明。 

第二，藉着作為一個身體而生活、行動並活

動；他們作每一件事，都是在身體裏、藉着身體並

為着身體。主耶穌受死、復活並升天之後，繼續在

地上千萬人裏生活、行動、行事並工作；並藉着祂

的死與復活，將祂自己分賜到他們裏面。使徒行傳

實際上乃是基督憑着那靈，在召會，就是祂的身

體，祂的繁殖與複製裏的行動。 

第三，藉着棄絕己並憑另一個生命，就是基督

這神聖的生命活着。彼得所傳講、供應、活出的神

聖生命，勝過了猶太首領的逼迫、恐嚇和監禁；使

神的生命在他的處境中，旣眞實又現實，甚至天使

都看見並將其指出。保羅憑着耶穌包羅萬有的靈，

活基督並事奉神；他活在幔內（實際至聖所的靈

裏），並出到營外（在屬人的宗教組織之外）。而我

們就需要成為向主敞開的器皿，愛祂，接受祂，被

祂充滿，讓祂作我們的一切，並且在我們裏面、藉

着我們、為着我們作每一件事。 

第四，藉着堅定持續的禱告並盡話語的職事，

與作我們大祭司之基督天上的職事配合。藉着禱

告，我們就思念在上面的事，成為基督在諸天之上

職事的返照；我們靠禱告作人所無法作的，明白人

所無法明白的，講說人所無法講說的。藉着盡話語

的職事，我們將基督分授到人裏面作屬天的生命

和能力，使他們因基督的豐富得着維持，而在地上

活基督作他們屬天的生命。 

使徒行傳啓示一班人在人類歷史中活在那見

於詩篇六十八篇的神聖歷史裏；這詩篇給我們看見

基督乃是神在地上行動的中心，也是神藉召會之活

動的實際。我們需要天天享受經過過程並終極完成

的三一神作分賜生命並澆灌的那靈，而住在基督

裏，以祂為傳福音者的『海口』，像五旬節那天一

樣，至少一百二十艘福音的『船』，從這『海口』出

發去擴展福音。但願我們人人走出去，傳福音和家

聚會牧養人，成為使徒行傳的繼續。（張上釜弟兄）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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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會所及專項行動報導 

九會所福音節期蒙恩報導 

學聖徒經過在中部相調中心的全臺大學期

初特會的焚燒，以及於九會所三天的延伸特

會的成全與豫備，個個滿了福音的負擔，熱切渴望

在校園裏奮勇開展，加強福音的見證。為期三週的

中原大學福音節期，九會所同六會所的聖徒們配

搭九月一日至十五日兩週的行動。 

  期初特會以腓立比書中的經歷基督為主題，

幫助學生看見對基督之經歷與認識的寶貴。特別

是為了福音的推廣、弟兄姊妹之家的生活與操練、

牧養的生活、眞理的裝備以及生命的長大，都需要

個人與團體生活中經歷基督，就是在一切的生活

與行動中，以基督為生活、為榜樣、為目標、為能

力及祕訣。這大大加強、供應了大學弟兄姊妹，使

他們在開學前，從漫長暑假的鬆懶疲憊中得釋放，

在靈裏被充滿，洋溢出對福音高昂的負擔，並為了

新學期能成為主活的生命管道，更新奉獻自己。 

  在延伸特會裏，衆人重溫期初特會的負擔，並

為開學的福音行動豫備自己。在生活豫備上，高年

級的弟兄姊妹領受負擔，傳輸弟兄姊妹之家團體

生活的規範，目的是使大家建立起好的習慣，以托

住開學時緊密的福音行動，以及後續每週的福音

牧養生活。在福音行動上，實際的練習並使用『人

生的奧祕』小冊，操練在校園如何接觸人、福音茶

會的福音短講…等。為了加強福音的靈，特別在一

個下午，衆人分為三組，分別到三個公共場合，或

有福音快閃，或有露天福音活動等。尤其是大一新

生，個個滿了福音的火，非常積極的影響學長、姊，

使今年九月的福音節期行動顯出復活的景象。 

  聖徒們被學生福音的靈所感染，也都積極的

配搭，帶着開展的靈與學生一組一組外出。特別今

年把鄰近校園的幾個會所整合一起，每個開展時

段均規劃確定的區配搭，使福音行動更扎實。三週

的福音節期，主將二十五個果子賜給召會，看起來

人數雖不多，但學生福音的負擔得着復興，敞開可

後續接觸的福音朋友名單甚多，都是今年往前的

祝福。願主祝福祂的召會，在福音生活上堅定持

續，剛強開拓，直到祂來。（九會所 呂家旭弟兄） 

 

兒童排服事者成全聚會與研討交通報導 

召會於十月六日週六上午九時半，分別在一

會所與二會所舉行兒童排服事者成全聚會

與研討交通。參加聚會的大人共有一百八十位，孩

童共有五十位。這次聚會主題為：『在家中和鄰近

社區的兒童工作』，聚會前半段有各會所的見證，

後半段為信息負擔的傳輸交通。 

藉着各會所聖徒們的見證，回應信息交通的

負擔。有的見證分享送聚會到家裏，顧惜並牧養

人；也有的分享在公園接觸媽媽，邀約參加幼幼排

而帶人得救，藉會後會穩固在召會生活中；更有的

是在生活中活福音，邀約許多孩童參加兒童排，而

將家長聯於聖徒們。看見送聚會到家，乃是神命定

之路的負擔所在。 

在信息交通中，弟兄鼓勵我們，家聚會是人人

都需要的，不僅福音朋友需要，連我們的配偶、孩

子都需要家聚會。一同進入主話語的喫喝、一同享

受主的牧養，藉此我們的家就能成為榜樣去牧養

更多的家。這在人看來是緩慢的，卻是扎實的，能

將神命定之路實行出來。 

末了，各會所為着各地的兒童工作現況，有研

討交通，無論是兒童排、兒童福音、看望牧養等，

總使人人得成全、盡功用，建造基督的身體。 

（六會所 張忠永弟兄、十六會所 吳嘉正弟兄）

大 

全 

社團博覽會學生們擺攤並傳福音 

南區兒童排服事成全團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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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見證 

兒童排服事者成全聚會與研討交通蒙恩見證 

兩年間，我從僅僅帶着孩子去聖徒家參加兒

童排，逐漸參與兒童排的服事，到一年前決

定開家成立兒童排。姊妹問我：『為甚麼妳願意打

開家？』有潔癖的我也如此問過自己，怎能接受這

麼多孩子把家裏弄得跟戰場一樣？答案是：『我，

不能！但主，你能！』 

讀到職事文摘裏生命之靈的律，眞是被開啓

─原來開家是因為生命之靈的律在我裏面運行，

產生出來的結果！對待生命之靈要隨從，我們讓

主先動了，然後我們纔動。所以今天不是我開家，

而是我跟從主的律而開家。禱告時心裏有感覺，打

開家就是按下那正確的按鈕；滿滿的聖靈需要我

們按下這開關，讓生命之靈的律如同電力在我們

的生命裏流通，在兒童排中運行！讓大人和孩子

一同充滿電力，滿了聖靈。讚美主，是主讓我堅定

持續的打開家服事兒童。（八會所 楊吳純萱姊妹） 
------------------------------------------------------------------- 

們區的兒童排是在每週五晚上七時三十分

至八時三十分，因着工作關係，多年來皆無

法配搭兒童排。但感謝主，兩個孩子一直以來約有

六年時間都有弟兄姊妹帶去參加兒童排；孩子們

先到弟兄姊妹家喫完晚飯，再接着有分兒童排。謝

謝聖徒們在這樣實際的愛和餧養當中，我的孩子

習慣了週週必去兒童排！ 

  兩個月前，因着週五晚上的工作得釋放，我便

帶着孩子一起聚會。在聚會中看到主要的服事者

只有一位

姊妹，之後

心中開始

有個聲音

催促我一

同配搭。而

我跟主有

些掙扎，畢

竟好不容易晚上有時間可以休息；似乎主不放過

我，多次向我說話，使我有感覺，週五晚上要聖別

歸神。因此在禱告後，決定順服神，讓主來帶領。

不僅如此，另在區裏找了一位姊妹配搭，因着這位

姊妹固定開家，我們可事前將課程的影音資料豫

備好，孩子們上課時能以更活潑生動的方式進入。

孩子們有了適合的地方聚集，大人們也就能穩定

在會後讀一些主話，有所追求和享受。 

深覺我們能在會後追求和交通眞好，可以讓

一些無法參加社區小排的姊妹們，在孩子得到安

頓的環境中享受屬於媽媽們的小排，使忙碌的生

活中得到供應！      （八會所 朱黃仲蘭姊妹） 

------------------------------------------------------------------- 

園傳福音時認識馬姊妹，並受邀參加幼幼

排，漸漸姊妹和我們分享對主的經歷，此後

我也受浸歸主。因我是公務員，請了五年的育嬰

假，年底若是復職，回到臺北上班，每天在外十二

小時，將無法顧到孩子。當我尋求並經歷掙扎時，

常想起已過幼幼排追求的信息，主的話抓住我，使

我有從神來的主觀信心和羨慕，更新奉獻自己和

全家。盼望能與弟兄陪伴孩子一起經歷並享受主。 

（十四會所 梁陳佩諭姊妹） 

------------------------------------------------------------------- 

享近兩個月在幼幼排的蒙恩。八月底時，主

在幼幼排的家長裏頭作工，感覺媽媽們需要

被綁在一起，一同有享受，彼此相愛，扶持關心，

並一同走出去作活力伴。之後，我們七人成立了一

個羣組，開始早上九時的團體晨興生活。因着多人

晨興，彼此托住，不會因各人臨時有事或時間來不

及而停止。並藉着晨興享受主的話，大家在主日申

言也都能盡功用了，不像已往帶着孩子坐在最後

一排或留在兒童室裏。 

接着我們訂出一週的看望名單，不論是出訪、

家聚會、看望久不聚會的聖徒等，三三兩兩編組成

軍的出去。若當天有空的媽媽多，就分成兩組看

望；有空的媽媽少，至少仍有一組出去。這樣天天

的走出去，眞是叫我們自己先蒙了拯救，面對日常

繁瑣的家事，經常處於死沉的狀態；但走出去後，

我們必須強迫自己操練靈，這一操練我便得着了

產業，享受了自由，眞是喜樂無比。 

（十六會所 張潘秀玲姊妹） 

------------------------------------------------------------------- 

常喜樂能和三位姊妹一同配搭，帶着自己的

孩子去看望一位福音朋友。這位媽媽本來都

會帶她的兒子來兒童排，後來就很少來了。當天我

們進了她家，與孩子唱唱詩歌、玩遊戲並說故事。

之後有兩位姊妹陪這位媽媽讀信息，並為這個家

禱告，另一位姊妹則陪四個孩子玩，還有一位姊妹

在廚房煮着我們帶來的水餃和玉米湯。會後一同

享受愛筵。小孩得着餧養，大人得着顧惜，我們的

靈、魂、體同得滿足。他們不能來，我們就去，送

會到家，牧養羣羊。 （十六會所 蔡李味桂姊妹） 

這 

我 

公 

分 

非 北區兒童排服事成全聚會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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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見證 

惟有基督能滿足 

救前的生活單純，工作穩定。下班後，唱卡

拉 OK、泡茶，常常以歌會友，以茶會友。

因着喜歡唱歌，卡拉 OK 的機器多次換新，以趕

上潮流。茶葉也從海拔六百公尺，一直喝到四千公

尺。雖生活愜意，曲終人散的那股虛空感，令人惆

悵。而本來尚小的菸癮，乘機坐大，雖曾立志要戒

除菸癮，反而越戒越大，眞是苦惱。 

在職場有位同事是基督徒，知道我生活的光

景後，一次又一次不灰心的邀約我參加聚會，卻總

以許多理由推辭，如晚上不想出門、要去配眼鏡

等。有天，他仍然面容誠懇的邀請我，在推辭的理

由都用盡，只好答應去看一看。這一看，不得了，

使我生命有了大改變！聚會中每一個人都洋溢着

喜樂，直覺他們身上必定有個我所沒有的東西，纔

能對素昧平生、初次謀面的人流露眞誠的關懷。在

唱詩歌時，有句歌詞令我感動：『世界雖大，我心

雖小，大者難使小者足；小小之心所需所要，惟有

基督能滿足』。這讓黑暗中摸索的我，得到亮光，

並扭轉了我對人生意義及目的之觀念。 

想起生活上那些虛空、不滿足之感，有的人刻

意將自己搞得忙碌來消除虛空，我則試圖用唱卡

拉OK來脫離虛空。原來，

人虛空的感覺來自人裏

面深處的靈；這靈是為着

盛裝神，讓神進到我們裏

面作內容和實際，但人卻

裝了其他的東西，不得滿

足。在接觸福音，抱着不

妨一試的心態，受浸歸入主的名，成為基督徒。 

信主後最常作的事，就是不住呼喊：『哦！主

耶穌！』並將心裏的話講給祂聽。因『祂對一切呼

求祂的人是豐富的』（羅十 12下），我便向主求，

跟主講：『主耶穌，我願意讓你進到我裏面，但又

怕我抽菸，裏面變得烏煙瘴氣，把你給燻跑了，而

且傳福音時，人家嫌我口臭，碰到我就退避三舍，

求你祛除我的菸癮』。很奇妙的，主耶穌將我得救

前所有的嗜好及口味都改變。菸癮輕鬆『脫去』，

不像從前始終立志卻無法戒除；唱卡拉 OK 歌曲

變得無味，轉而喜歡唱詩歌；喝茶也不再專挑海拔

高的。完全釋放，不再苦惱，不再受癮頭的霸佔。

讚美主，讚美祂的憐憫，祂願意進到我裏面作我的

一切。        （十一會所 梁基棠弟兄） 

書報導讀

召會見證的恢復與實行（第一至二篇） 

本書係李常受弟兄於一九五七年

五月，在臺北所釋放的信息集成。 

信息主題 

第一篇啓示『召會見證的

基本原則與撒但的破壞』，第

二篇從歷史的角度陳明『召會

見證的恢復』。 

信息要點 

一、召會的見證不是個人的見證，乃是團體的

見證；召會的屬靈乃是衆聖徒配搭在一起而有的。

身體的原則不是『加』，身體的原則乃是『搭』。沒

有一個肢體能單獨有其功用，每一個肢體的功用

都是配搭在身體裏，聯結在身體裏纔有的。 

二、召會的見證有五個基本原則：（一）在召

會中彼此作肢體，不分等級、（二）召會是作團體

的見證，在各地的顯出都是獨一的、（三）召會的

見證與世界有分別、（四）召會是與偶像沒有關係，

以及（五）召會是神說話的地方。 

實行要點 

一、我們何時把工人或全時間事奉者列作特殊

階級，就是尼哥拉黨少數人征服多數人的思想，這

會叫基督的身體癱瘓，叫召會的見證垮臺。我們必

須提防這個，不能把全時間事奉的弟兄姊妹列作一

個階級；如果有分別，那僅僅是時間上多少的分別。

甚麼地方召會的見證強，定規那裏的弟兄姊妹都同

樣的事奉，每一個得救的人都該是盡功用的肢體。 

二、分門別類是叫基督的身體分裂，組織制度

是叫基督和聖靈沒有地位，聖品階級就抹煞了基

督肢體各自的功用。召會的立場就是召會的合一，

而這個合一是在一地一地顯出來。除了以『一信』

（弗四 5）作接納的條件之外，我們再沒有別的接

納條件。            （十六會所 吳嘉正弟兄） 

得 

一、 請為 10/18~11/3 全臺姊妹事奉相調聚會（五個

梯次）代禱。 

二、 請為 10/23~11/1 在大園、大竹、華勛地區的壯

年班及其前後一週的福音開展代禱。 


